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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自然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河湖水系不仅会对河湖水系循环系统产生影响,也是城市
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内容。为实现环保型、生态型城市的建设目标,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应当重视对
城市河湖水系的治理,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河湖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和谐关系。为此,本文将围绕基于
生态重构的城市河湖水系治理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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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ural rivers, urban rivers and lakes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circulation of
rivers and lakes, but also a key content of urban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ecological city and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rivers and lakes, so as to better maintain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rivers and lak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rivers and lakes based on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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